
新希望·皇冠国际

地址：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

道一号

(

地铁

2

号线百草路站

)

在售户型 ：

106-160

㎡一梯两

户纯板式洋房；

160-260

㎡前后双

庭院河湾跃层

优惠：均价

8500

元

/

平米

项目介绍：

新希望·皇冠国际选

址高新西区政务中心对面， 西芯大

道一号， 正处于成都西区的中轴线

上。包括皇冠假日五星级酒店、皇冠

国际公寓、 低密度滨水亲地花园洋

房、独立商业街。其住宅部分由10层

的低层建筑组成，共计1274套洋房，

全部容积率仅2.75， 绿化率达到

70%， 是城西数年来少见的高性价

比低密产品。

（叶涛）

绿地城

地址： 北

3.5

环·北新干线与天

丰路交汇处

在售户型：

77-104

平米

优惠： 交

5000

千元抵

2

万元购

房金

项目介绍：

绿地城规划中配备

了46万平米的超大商业体量， 是目

前城市中轴北段两侧最大的商业综

合体，202米写字楼刷新城北商务天

际线，78-104平米精品住宅3月开

盘创造千余套购房纪录，成为1季度

单盘销冠。

（叶涛）

美城悦荣府

地址：剑南大道南段

333

号（锦

上西二路口）

在售户型：

66-105

平米

优惠： 首付

5

万元起可买实得

78

平米可变套二， 首付

7

万元起可

买实得

122

平米可变套三。 总价

25

万元起。

项目介绍：

坐落于天府新城最

早规划的高端生活片区大源组团，

享得天独厚的国际化资源和核心生

活配套， 1号、5号地铁线环绕，紧邻

金融后台中心、伊藤旗舰店、国际会

展中心、铁像寺水街、七中、华西医

院等等。

（叶涛）

和黄·i-都会

地址：成都南三环

在售户型：约

90

平方米

优惠：

80

余万起

项目介绍：

南三环成熟地段，商

业、交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完

善，约90平方米纯板式三房、两厅、

双卫，双阳台设计，主卧室开间约3.5

米，摆张大床绰绰有余。最小的卧室

不仅配飘窗， 还能轻松摆下一张单

人床和衣柜。

（王胜波）

金河谷5期

地址：光华大道三段江安河畔

在售户型 ：

76-90

平米河景三

房；

120-330

平米河谷洋房

优惠：河景三房售价

5078

元

/

平

米起，首付

4.1

万起；河谷洋房均价

7800

元

/

平米左右。

项目介绍：

金河谷被誉为城西

首席风景大盘，总占地600亩，紧邻

光华大道地铁4号线站口，独享江安

河畔1.6公里河湾， 沿河打造7大主

题公园。 金河谷与成都七中一街之

隔，社区内引进金苹果幼儿园，享受

18年的黄金教育体系。

（赵述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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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你的新刚需 最在意哪一点？

说起刚需房， 大家都知道就是以自住为首要

条件的刚性居住需求， 但作为从刚需房基础上升

级而来的新刚需房， 大家可能并不了解其有什么

亮点……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媒体都

嚷嚷说“生育高峰即将来临”。现在限购

又限贷， 年轻人买房都讲究一步到位，你

还真不能不考虑家里万一多个“老二”该

怎么办。 别硬气地说“我绝对只生一个

娃”， 如果老二挡都挡不住的降临了咋

办？在买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

路———至少哪天改主意了你还有得退。

90平方米的终极户型起点是套三，

当然还得有改造成套四的可能。三房户

型一个主卧一个客房兼书房还有一个

小孩房，如果两个娃都是男孩或女孩还

好，如果一男一女就惨了，那就意味着

你必须备两间儿童房。这就要求你的户

型一定要有升级改造空间，至少能多变

出一间房来， 甭管它多大但至少要有，

至少得放下一张桌子做书房。

我已经做好了户型升级的准备，如

果两个娃一男一女我就腾出我的书房

做小孩房，书房我还真不能没有，至少

我得有个堆放自己兴趣爱好家当的地

儿吧。 我已经看好了我家主卧的阳台，

把阳台封闭了凑合着怎么也是一书房。

面积不用太大， 放得下一个桌子和柜

子，实在不行把柜子做成吊柜也行。

买房选户型很考想象力， 对于户

型、 房间你买房的时候不一定想得到，

但多给自己留一手总是对的。

书房必备，可改造空间不能缺

■

成都商报记者 李杨

王小姐与老公平时一般不做饭，所

以厨房小不小的真还没觉得。这套93平

米的小套三，无论是添个小孩，还是来

个客人，怎么都够用了，王小姐对这套

房子很是满意， 觉得至少五年不用换

房。直到最近王小姐怀孕，由于是长孙，

婆子妈和自家妈都很重视，双双前来照

顾，厨房终于现出了原形。每天弄汤弄

水， 厨房当然是 “国之重器”， 这个

“L”形厨房，只有5、6个平米左右，只要

婆子妈和自家妈同时呆在厨房里，一个

洗菜，一个烧菜，整个厨房就忙得像是

战场，一片狼藉。这时谁要是想经过厨

房，去生活阳台拿东西，扔个垃圾，那就

只有叫一个人出来，否则狭窄的过道根

本容不下。地方小，人口多，摩擦自然就

大，呆了没几天，为了做饭谁先洗菜，谁

先切菜，两亲家就干了一架。

真的是厨房的大小问题吗，作为理

科男，王小姐的老公有些较真，从此后

开始留心这个问题。 凡是到朋友家做

客， 都一定会到别人家的厨房看看。他

发现厨房一般分为三种布局：“一”字

形、“U”形和自家的“L”形。“一”字

形是最麻烦的， 人在里面就很难打转，

动线交叉严重， 人一多就完全没法用。

“L”形稍微好些，可以把洗菜区、做菜

区和微波炉等电器区进行明确的分区，

使用相对方便， 但问题是过道稍显狭

窄。而“U”形设置是最方便的，台面

宽，可使用面积大，动线简单。“以后换

房，我会选‘U’形布置的厨房。”

厨房，U形台最实用

■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客厅面积，大点功能才能多

■

成都商报记者 贺峥

记得初次买房时，除了地段，父母

再三叮咛的标准就是 “客厅够不够

大”。造成他们这样老一辈有“客厅面

积控”的原因是当年单位的福利房中，

真正意义上的客厅压根就不存在。在自

己的卧室里，利用床铺来接待亲朋好友

的情况时有发生。正是有了这样今天看

来稍显尴尬的体验和经历，他们对于独

立会客空间的诉求才格外强烈。

时至今日，当商品房成为常见的居

住形式时，随着住宅商品化和居住水平

的提高，客厅的功能早已超出了迎接宾

客的传统范畴。“单元楼”的出现，使人

们更注重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家用电

器和娱乐方式增加需要更多的功能空

间；家庭内部开始重视个人私密性的趋

势对家庭内公共空间的要求也不断增

加……客厅在住宅中的作用和功能越

来越重要。

客厅大一点，给装修布局留下更充

裕的变化余地，同时意味着除了会客交

往，能够提供更多的附属功能。对于青

年人来说， 客厅是家庭趣味的展示平

台；对于孩子来说，客厅是随心所欲的

游戏场；对于老年人来说，客厅是亲情

交融的枢纽站。 一个简单直观的例子

是，客厅的大小决定了电视和沙发的大

小，也直接决定了你看电视的姿势和舒

适程度。毫不夸张地说，客厅已经成为

今天中国家庭的核心空间。

如果没有阳台，生活将会怎样?

� � 首先碰到的实际问题是： 没有阳

台，衣服晒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人民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装个伸缩衣

架， 晾到屋外去”，“晒到楼顶露台去，

如果不能上楼顶就悲催了， 晾在过道

吧”，“送到洗衣店，不用担心啦”，“买

个全自动洗衣机， 记得买带烘干功能

的”……

过去一些刚需户型由于面积大小

限制，只设有一个阳台，一般在主卧室

或者客厅。这样的设计造成阳台只有一

个晾晒衣物的功能， 不仅影响美观，也

造成了一些阳台功能的缺失。更有一些

小户型把阳台当做赠送面积做成房间，

完全“消灭”阳台，居住起来很不方便。

阳台实际上是中国人心目中无限

溺爱的“院子”的缩小版，其重要地位

不言而喻。好的阳台，可以增加人与周

边环境的亲近度，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

需求。虽然客群需求不同，阳台设计理

念也有所不同，但不论对于改善型住宅

还是刚需住宅，阳台都是必须的，双阳

台（生活阳台和景观阳台）也是必不可

少的。若缺少阳台，则整个户型的实用

性大减，没有晾晒空间、休息空间、杂物

空间、甚至小书房、宠物房间、室内小花

园等等：若缺少生活阳台，在景观阳台

晒衣服严重影响美观，洗衣机找不到落

脚处、闲置杂物无处藏身……在新刚需

楼盘中，阳台的设置必不可少，还出现

了很多新的形态， 如南北通透双阳台、

南向采光双阳台、L型转角阳台、 连通

双阳台、多功能三阳台以及其他具有特

别形状的阳台， 不仅满足业主多种功

能，也增强了房间的美观度。

双阳台，这个真的要有

■

成都商报记者 杜娟

如果有人认为储物空间是可有可

无的鸡肋空间，那他一定是个缺乏生活

品位的单身汉。因为有生活经验的人都

清楚，在一个家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

被储藏的。衣服、鞋帽、婴儿车、大量玩

具以及一些平时使用率很低的玩意

……在这里， 我想说的储物空间是泛

指，衣帽间、储藏室、多功能储藏空间都

包含其中。

对于衣帽间，我个人认为，这个设

计的兴起绝对是中国式居住的进步。因

为在以80后、90后为购房主体的新一代

中，他们在“穿什么”这件事上所倾注

的精力，绝对大过于考研的热情。每一

次参观豪宅或大户型，最快速吸引我眼

球的，必定是那些拥有超大空间的衣帽

间。90平米的空间中， 如果设置有带有

衣帽间的套房，格调就显得高。还有一

点需要说明的是， 与大户型不同，90平

米左右的住宅如果设计有衣帽间，大多

都是使用的一些平时被浪费掉的空间，

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小户型的衣帽

间其实是空间的合理利用。

储藏室其实就是一个藏东西的地

方，一些平时使用率较低或者有碍房屋

整洁的物品， 都可以统统丢到储藏室。

在中国家庭中最容易遇到的情况是，家

中小孩的玩具没有地方收纳，婴儿车只

能放在阳台，然后每天穿越卧室、客厅，

推出婴儿车带他出去散步。

或许有人会觉得，90平米三室两厅

双卫，还要带衣帽间和储藏室，这个要

求是不是有点苛刻？但其实，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不是以房子的面积去计算

的。于是，在这个市场上，我们看到了一

些创新的产品，比如说一些开发商在精

装房项目中做集成收纳空间，仔细考量

每一个家庭中收纳所需要的空间。

储物空间,小空间有大作用

■

成都商报记者 余鸽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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